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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一样的自己
收获不一样的人生

大朗脑瘫男孩刘焕光曾获省赛一金二银，
如今盼找工作替父母分忧
因为意外早产，大朗一对双胞胎兄弟一出生就被确诊为脑瘫，运动功能严重受损。相对幸运的是，作为双胞胎弟弟的刘焕光，虽然双腿残疾，但意志坚强，为了能正常
走路，他主动放弃坐轮椅，努力锻炼下肢力量，用变形的双腿实现了走路的梦想。机缘巧合之下，他还加入了市残疾人射箭队，和残奥冠军成为队友，先后获得了全国锦标
赛铜牌和省赛的一金二银。他感恩父母多年来的付出，
为了帮父母分担压力，
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双胞胎哥哥的重任。如今，
他还希望就近找份工作，
让母亲安心在家休养。
本报记者 李健武 通讯员 刘苏东

“在我的心目中，
父母才是真正的英雄”

为学走路放弃坐轮椅
刘焕光家住大朗镇黄草朗社区的偏僻一隅，初
见他时，发现他与同龄人并无不同，思维敏捷，非常
健谈。闲来无事，他也喜欢刷刷短视频，玩玩手游，
偶尔用哑铃锻炼身体。直到他卷起裤腿才发现，瘦
小的双腿因为无法伸直，很不自然地蜷曲着，走路
时只能微蹲蹒跚而行，与他壮实的上躯形成鲜明的
对比。
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出生，在别人看来，这是幸福
的事，但刘焕光兄弟俩的出生，却让原本欢乐的家庭，
一下子失去了笑声。刘焕光告诉记者，在 27 年前，由
于不足 7 个月就早产，他们兄弟俩一出生就因为缺氧
而造成脑瘫。其中，哥哥基本丧失了行动能力，被认
定为肢体一级残疾，刘焕光则是肢体二级残疾，除了
下肢运动功能受损之外，其他一切正常。
“小时候走出家门，总会遇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我
当时就在想，我又不是什么怪物，为什么总是盯着我
看。”刘焕光回忆说，小时候因为双腿没力，去哪都要
父母搀扶着，看着同龄小孩都可以跑跑跳跳，他却只
能瘫坐着，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为此，
他曾失落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这些都慢慢变成了习
惯，才完全接受了不一样的自己。
学生时代的刘焕光，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正
常上学。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会特别照顾他，
上 下 楼 梯 的 时 候 ，同 学 们 会 主 动 伸 出 援 手 ，去 厕
所，班里也会轮流叫两个男生帮忙扶他来往洗
手间。只有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才孤独地留
在教室里，要么看看书、写写作业，要么趴
在 窗 台 上 ，静 静 地 看 着 窗 外 的 同 学 们 在
操场上运动。
刘焕光很羡慕同学们都有健全的
双腿，向往能自由奔跑，哪怕是可以走
路的生活。为了突破身体条件的限
制 ，他 主 动 放 弃 坐 轮 椅 ，从 尝 试 站
立，到走路，再到独自上厕所、爬楼
梯，日复一日地锻炼下肢力量。这
些看似很自然的动作，对他来说都
是挑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常人
难以想象的努力。大约在 12 岁的
时候，他可以勉强走几步路，直到
如今，他靠自己变形的双腿可以
走出一两百米之外。
“ 幸亏当时没
有一直坐轮椅，要不然可能现在都
还站不起来。”
刘焕光庆幸地说。

■刘焕光推着改装过的轮椅车带哥哥上洗手间

■刘焕光（左）在射箭队时的训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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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省赛射箭项目
一金二银
在刚刚结束的东
京残奥会，
“石龙妹”
陈敏仪代
表中国在射箭场上收获了两枚
金牌，
让很多东莞人都自豪了一把，
作为曾经一起训练过的队友，刘焕光
更是替她感到高兴。
“那几天我天天
‘蹲
点’看直播，看到她夺冠的那一刻，激动
得差点‘跳’起来。”谈及射箭，刘焕光显
得兴奋异常。
事实上，
刘焕光自己也从未想过，
似乎
生来与运动无缘的他，居然能成为一名射
箭运动员，还取得了一点点“小成就”。他
告诉记者，2014 年，因为学习成绩不太突
出，
他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
高中还未毕
业就辍学在家了。正在迷茫之际，市残联
组织选拔运动员，他在残疾人专职委员的
推荐下，
成功入选射箭队。
在市残疾人射箭队的日子里，刘焕光
每天都在苦练箭术和体能，他清楚自己的
底子差，每次训练都比别人更加刻
苦。三簧拉力器、2.5 公斤的杠铃，每
天拉举 200 下是标配，还有 25 磅的
复合弓，不管严寒酷暑都要在户外
练习，一次次的瞄准、拉弓、射
箭，
直到把手磨出血泡，
再变
成老茧。
“ 人在 50 米之
外，看到的箭靶如碗口

大小，
靶心就像一颗黄豆，
要拿到高环数，击发瞬间
的稳定性非常关键。”刘焕光
说，
为了锻炼稳定性，
他每天都
给自己的训练加量，在宿舍里一有
空就拿起 10 斤重的哑铃练侧平举。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2017年全国残
疾人射箭锦标赛中，
刘焕光崭露头角，
拿到
了一枚个人铜牌和团体风尚奖。在次年举
办的广东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上，
又一举
取得 W1 级射箭项目一金二银的战绩。刘
焕光告诉记者，
所谓 W1 级，
代表射箭领域
伤残最重级别的比赛，
要在这个级别取得好
成绩，
必然要比其他残疾人付出更多。
刘焕光在省赛取得的成绩，让他一时
风光无两，省硬地滚球队的教练还专门找
到他，
向他发出邀约。但是，
刘焕光考虑更
多的是现实问题，
他认为以自己的天赋，
在
射箭项目能取得这种成绩已然不易，此时
换个项目重新开始难如登天，四年一届的
比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更让
他心存顾虑的是，母亲因为长期起
早贪黑照顾兄弟俩，身体早已
不堪重负，他想回家帮忙照顾哥
哥。于是，权衡再三，他选
择在巅峰时期退出射
箭队。

刘焕光在省赛获奖的故事传开后，他身
上就多了一个“励志”的标签，对此他却不以
为然，他认为取得这些成绩，虽说离不开自
己的努力，但更离不开父母在背后的默默支
持。
“在我的心目中，父母才是真正的英雄。”
刘焕光说，他很感恩父母在最艰难的时刻没
有放弃他们，小时候为了看病，父母带着兄
弟俩四处求医。稍大一点时，父母一边要照
顾卧病在床的哥哥，一边还要每天往返接送
他上学放学。为了照顾他们，这些年父母几
乎未出过远门，母亲还因为长期劳累落下了
病根。
刘焕光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出
租车司机，现在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检
测员，母亲自从生下兄弟俩后就全职在家照
顾他们，每天还要起早贪黑种菜卖菜帮补家
用。如今父母都已年过五十，看着双鬓渐白
的父母每天因为照顾兄弟俩而忙得焦头烂
额，
刘焕光非常心疼。
哥哥的情况比刘焕光严重得多，说话口
齿不清，连坐都无法坐稳，一天到晚只能躺
在床上，生活无法自理。为了帮母亲分担压
力，从射箭队回家后的这两年，刘焕光就主
动承担起了照顾哥哥的重任，每天定时照料
哥哥翻身，喝水，甚至上厕所。每天周而复
始地重复这些事情，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
也更让他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
“ 照顾一个
残疾人都那么累，何况要照顾一对残疾双胞
胎，难以想象这二十多年来，爸爸妈妈是怎
么走过来的。
”
刘焕光告诉记者，他现在还年轻，
上肢健全，会电脑，还会一点英文，最大
的心愿就是就近找一份工作，减轻
家里的负担，下班后还可以回家帮
忙照顾哥哥，让劳累了大半辈子的
母亲好好休息一下。对此，记者
也咨询了大朗镇残疾人联合会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与刘
焕光进一步沟通，详细了
解他的需求，尽力帮助他
找份工作。

■谈及射箭，刘焕光显得兴奋异常
通讯员 刘苏东 摄

通讯员 刘苏东 摄

致全镇老年朋友的一封信
尊敬的老年朋友：
您好！
请问您接种新冠疫苗了吗？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特别是临近秋冬季，
“ 外防输
入、
内防反弹”的风险和压力持续存
在。60 岁及以上老年朋友是感染
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因免疫力相
对较差、
基础疾病多，感染后重症率
和死亡率远高于年轻人，即使不常

出门，家庭成员也可能将新冠病毒
感染风险带给家中老人。老年朋友
接种疫苗可以获得免疫力，有效降
低发病、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因此，
60 岁以上老年朋友接种新冠疫苗
非常重要。
临床试验证明，我国新冠疫苗
安全有效，能对老年朋友产生良好
的保护作用。截至 9 月 9 日，我镇超
过七成的老年朋友接种了新冠疫

苗，最大接种者年龄为 102 岁，均无
严重不良反应发生。专家指出，慢
性病人群也不全是禁忌人群，健康
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老年慢
性病人群（无禁忌证者）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您在接种疫苗前，也将有
专业的医生对您的健康状况进行充
分评估，
敬请放心。
新冠疫苗早接种早受益，因为
疫苗全程接种需要一定的时间，产

生有效免疫也需要 14 天时间。因
此，
我们呼吁：
老年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本着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高
度负责的态度，请广大老年朋友们，
积极接种疫苗，不做旁观者、
不当局
外人；请离退休的老同志们，积极响
应号召，发挥“老党员、
老干部、
老军
人、
老模范、
老教师”表率作用，带头
参与疫苗接种，并积极发动周围亲

朋好友一同接种新冠疫苗；请各家
庭成员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年
人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为早日构建
起全镇群体免疫屏障贡献自己的一
“臂”
之力。
目前我镇采用预约制接种，请
您联系所在村（社区）报名预约，工
作人员将提供贴心的全程服务，接
送 您 到 指 定 的 接 种 点 ，免 费 量 血
压、接种疫苗。接种时请您携带好

身份证件，佩戴口罩，主动向医生
说明健康状况和近期服用的药物
信息，近期有进行健康体检的请提
供体检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保护自己，保护
家人!
祝您生活幸福、
健康长寿!
大朗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

